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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嶺大報名減逾四成 學者：趨「本地化」非港生福音

「佔領」趕客遺禍深
內地生港升大急跌

港校內地自主招生申請在6月相繼截止，本報近日
向港大、科大、理工、浸會、嶺南和教院查詢今

年內地生報讀本科課程的數字。已回覆的理大及嶺大之
報讀人數分別為2,300人及556人，均較2013年大跌逾
四成，其他院校雖然都已截止報名，但卻未能提供最新
數字。

去年起全線跌 僅教院微升
不過，翻查本報資料庫，2013年各院校的內地生報
讀人數都各有起跌，但自去年起已呈全線下跌趨勢，其
中港大由2013年的1.25萬份報名下跌至去年的「逾
萬」，科大由近6,900份申請下跌至去年的近6,000份申
請，浸大則由近4,900人下跌至近3,900人。唯獨教院

「逆市上升」，由709人增加至787人（見表）。

家長憂子女受排斥不安全
對於上述情況，本報記者致電理大中國內地事務處總監

羅璇了解原因。她坦言，隨着內地家庭逐漸富裕，內地生
的升學選擇越來越多，而本港院校近年更落力招攬國際生
而削減了內地生的獎學金等，都令近兩年的報讀人數下降，
「我相信全港院校近年都是這樣，把部分獎學金名額用於
招攬國際學生，我們學校的名額由兩三年前的60個至80
個，下跌至現時的30個至40個。再加上內地學生及家長
更了解香港的收生要求，知道無一本線加100分是難以升
讀港校的，所以報名人數有所下跌。」
今年下跌的情況更嚴峻，羅璇指這與本港社會狀況有

關，「從前線招收內地生的同事方面了解得知，今年多
了家長問子女來港升學是否『安全』、會不會被『排
斥』，因為他們看到香港有『佔中』，又有反內地遊客
的行為，這都令他們擔心，這在招收國際生方面亦有同
樣的憂慮。」她指出，香港崇尚競爭、一視同仁、包容
等，以往都是吸引非本地生報讀的地方，「但現在沒有
了這樣的優勢。」
但羅璇表示，報讀人數下跌的情況，暫時未對院校構
成太大影響，但長遠也許會產生問題，「畢竟我們學校
只收二三百人，只要收生的質素無變，報名人數稍稍下
跌還是可以的，但如果繼續下去，也會有影響，我們也
在商量是否要採取甚麼措施。」

升大應擴眼界 缺外地生非好事
浸大教育學系首席講師許為天表示，他也觀察到多了
內地年輕人擔心香港社會氣氛緊張，但若香港院校條件
夠好，還是能吸引學生。他指出，近年內地生整體到外
地升學的人愈來愈多，報讀香港院校的人數理論上不應
減少，相信香港也面對其他地方的競爭，「這對香港學
生來說絕對是危機！讀大學最重要是廣交朋友、開闊眼
界，若大學變得愈來愈『本土』，沒有外地學生願意
來，對香港學生而言不是好事。」

研資局撥逾1200萬助城大科研設備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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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香港城市大學獲研究資助局
的「協作研究金」撥款1,200多萬元，與本港幾間大學合購
原子探針斷層攝影儀及激光片層顯微鏡，兩件先進科研設
備，可分別應用於研究納米材料的成分及結構形態，及追蹤
監測活體斑馬魚胚胎中的細胞發育狀況，相信有助日後在創
新材料及器官再生的研究領域中作出突破。

析納米尺度粒子研新材料
城大機械及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特聘教授教授劉錦川，與

香港多所大學的科學家，利用研資局1,000萬元的資助，再
加上院校自掏腰包，向美國科學儀器製造商CAMECA公司
購入了一部價值2,200萬元的三維原子探針斷層攝影儀。該
攝影儀是利用三維成像技術，分析納米尺度（小至0.3與
0.5納米之間）的粒子。科學家可藉此儀器探明先進材料，
了解其細微粒子的大小、形狀、成分、結構等，從而改進
材料的顯微結構及性能，研製出滿足現今社會需求的新材
料。
劉錦川舉例指，若研究人員要控制鐵基合金的結構特性，

使合金變得硬而不脆，就要了解合金粒子的大小和形態，才
能控制合金的結構和性能；準確了解合金粒子的成分，才能
認識合金的物理及化學性能；掌握粒子成分如何影響合金的

物理性能及力學性能，才能了解合金在結構上的缺陷。
劉錦川表示，他將利用原子探針斷層攝影儀來研究納米鐵

及納米鋼、純鈦合金及多相金屬玻璃等金屬材料。此外，他
透露城大將建立三維原子探針斷層攝影中心，有助作出更多
相關研究。

與兩大學追蹤斑馬魚胚胎
城大生物醫學系教授鄭淑嫻則與香港另外兩間大學的科學

家，購置240萬元的激光片層顯微鏡，它可追蹤透明斑馬魚
胚胎中，各類細胞在一段時間所處的位置，並描繪出三維熒
光圖像。研究人員可藉此重建出斑馬魚胚胎發育過程中的細
胞在胞外基質各區域之間的遷移路徑。
鄭淑嫻表示，激光片層顯微鏡可描繪出正在發育的胚胎處

於透明筒中而固定化時，其中的單細胞及細胞群的遷移路
徑。透明筒不停旋轉時，這部顯微鏡可以從多種角度跟蹤監
測細胞在一段時間內的遷移狀況。

收錄詩人廖偉棠40篇優秀散文：有懷念一

代巨星張國榮、梅艷芳的風采，有對作家三

毛、商禽等的深切悼念，還有初為人父的無限喜悅；他又以細膩的

文字，帶領讀者雲遊四方。廖偉棠是得獎最多的香港作家之一，本書亦收進他多篇獲獎作品。他現

為自由作家、攝影師。曾獲香港文學獎雙年獎，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

我們不論到了人生的哪一
階段，總會有些事情是無法
理解、無法想透的，那時候
會停下來反思一下，可是自

己卻要花很多時間來令自己從經歷中學習。其實，從聖
賢、書籍等尋找啟發，可能會使自己的視野變得更寬
闊、令自己有一套充滿內涵的想法，而不會一下子走向
極端思想，一步一步地學習做人應有的態度。
此書以一首由慧開禪師所題的詩句為標題的靈感：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現今不論學生或上班一族，都
受着社會急促節奏的影響，做事要求高效率，令自己背

負沉重壓力。心裡已有自身壓力，又再加上工作壓力，
那負面情緒便會令庸人自擾的情況循環不息。其實我們
不用事事追求完美，只要合符自己的標準，不與人攀比
自己所擁有的，就可以紓緩壓力。
張曼娟會在書中引入一些有趣的事例，感覺既新鮮，

又很有感染力。例如其中一章節叫「發現自己獨特，肯
定存在的價值」，以動畫電影《超人特攻隊》中的小倩
作例子。她擁有着能隱藏自己的特異功能，可是她就因
此常常隱藏着自己，即使是遇到自
己喜歡的人也是如此。
我認為現時大部分青少年仍會面

對「找不到自我」的時候，處於身

份探索階段的青少年，比較
容易受別人的評頭品足而改
變自己，以致忽略自己的看
法，常常感到沒有自信。我
們更應肯定自己、相信自
己，不要忽略自己所思所
想，一旦忽略了自己的想
法，就會很容易錯失很多
令自己變得更強大的
機會。這一章節是最
令我印象深刻的，引
起了共鳴和反思。

中華書局編輯經理于克凌點評：編者也很喜歡這首詩！中國文化相當
感性，詩詞所揭示的往往不是一種道理，而是一個境界。道理需要實
踐，境界需要體悟，在同學的年紀上，就體悟出「肯定自己、相信自
己」的自信，這是品味詩詞的好開始。希望同學在花季年歲能好好享受
你的「人間好時節」！

學生：馬曉彤
學校：福建中學(小西灣)勿與人比信自己 「便是人間好時節」

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港中

學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

作品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須為原創，不

得一稿兩投。作品一經刊登，可獲由中華書局

贈送50元書券乙張，以及精選書籍一本。
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

com。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

列明學生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

聯絡電話和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徵稿啟事

《有情枝》

內地生近年報讀港校本科課程申請數目
院校

港大

科大

理大

浸大

嶺大

教院

註︰中大和城大沒有自主招生

資料來源︰各大院校及本報資料庫

製表︰記者 歐陽文倩

2013年

12,513

近6,900

約4,000

4,873

約977

709

2014年

逾萬

近6,000

約3,500

3,885

928

787

2015年

未有

未有

約2,300

未有

556

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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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酒可以令一頓
佳餚錦上添花，若
能懂得一些品酒知
識，更有利於商業
或社交應酬中與人

打開話匣子。香港大學專
業進修學院《一點鐘講
堂》將舉辦名為「與冠軍
級女品酒師對話：揭開品
酒奧秘」的座談會，校方
邀到了女品酒師 Con-
stance Lee到場，與有興
趣人士分享如何從顧客角
度品酒、選酒，更會細談
葡萄酒價錢與質量的關
係、葡萄酒的儲存技巧，
以及如何與食物配搭等。
《一點鐘講堂》將於本月

24日(星期三)，下午1時正
於香港夏愨道18號海富中
心舉行，有興趣人士可登入
http://hkuspace.hku.hk/
online-registration/
fesommlier15報名。

▓記者 李穎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內地
生報讀香港院校熱潮減退，是否港校魅力
不再？而社會氣氛問題影響有多大呢？內
地的升學顧問公司景鴻教育顧問經理伍茵
表示，隨着外國不少國家都銳意吸納內地
生升學、簽證等政策變得便利，近年考慮
出國的比例有所上升，而今年報讀港校的
情況亦確實受到香港的政治問題和社會氣
氛所影響，「不過喜歡香港的始終都會
去，對他們而言影響不算很大，但類似香
港的選擇，其實還有新加坡和新西蘭。」

指港受政治及社會氣氛影響
伍茵表示，香港以往有地理、文憑含金

量高、留港工作政策便利等優勢，但近年
不少外國院校的報讀申請流程變得簡單，
簽證和畢業後留在當地的政策都更方便，
如美國就將學生簽證有效期延長至5年
等。再加上國民越來越富有，不少人都追

求讓子女出國升學。反觀現在，伍茵表示，最近處
理香港升學方面，確實受到香港的政治問題和社會
氣氛所影響。此外，近年赴香港升學的費用亦有所
上升，她指出，以類似的水平而言，內地生其實亦
可選擇到新加坡和新西蘭升學，「去澳洲升學亦只
是每年約25萬元人民幣，也只是比香港貴一點。」
不過，有在港讀書的內地生認為香港還是很不

錯。教育學院內地學生學者聯誼會主席胡禕男認同
上述原因都是內地生減少來港升學的因素，但就個
人經歷而言，他還是會鼓勵學弟妹來港升學，「雖
然最近香港社會有不少事情發生，但我自己沒有覺
得香港很亂，還是覺得香港治安很好。我自己來港
讀書這段日子，覺得收穫很大，所以我認為香港院
校的吸引力還是很大的。」

■許為天表示，若沒有
外地學生願意來港讀
書，對香港學生而言不
是好事。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院校向來是內地尖子的熱門升學選擇，但自去年

起，報讀本港院校本科課程的內地生人數卻顯著下跌。理工大學和嶺南大學報名人數今年急

降逾四成；其他院校雖未有最新數據，但去年報名人數的跌幅也達數以千計。有院校人士表

示，隨着內地越來越富裕，內地生的升學選擇愈來愈多，再加上去年香港出現「佔領」行

動，前幾個月又發生激進派反內地遊客事件，令內地家長擔心子女來港升學是否安全。有學

者指出，若大學愈來愈「本土化」，吸引不了外地學生來，對港生而言也非好事。

■羅璇指，今年多了家長
向校方查詢子女來港升學
是否「安全」、會不會被
「排斥」。 資料圖片

■■劉錦川將利用原子探針劉錦川將利用原子探針
斷層攝影儀來研究納米鐵及斷層攝影儀來研究納米鐵及
納米鋼納米鋼、、純鈦合金及多相金純鈦合金及多相金
屬玻璃等材料屬玻璃等材料。。 城大供圖城大供圖

■■鄭淑嫻指激光片層顯微鄭淑嫻指激光片層顯微
鏡可用作研究斑馬魚胚胎鏡可用作研究斑馬魚胚胎
的各類細胞的各類細胞。。 城大供圖城大供圖

■理大今年約收到2,300名內地生
申請入讀本科課程，與去年比較呈
下跌趨勢。 資料圖片

■■嶺大今年共收到嶺大今年共收到556556名內地生名內地生
報讀本科課程報讀本科課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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